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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家善會

感恩中的那份信仰 2019年代表大會翦影

來自澳洲雪梨、台北、輔大、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等分（支）會 51 位代表與 8 位修女、郭立志神父，於 2 月

16 日上午齊聚聖家高雄修女會院召開第 24 屆會員代表大會，

適逢元宵節前，先舉行團拜禮，杜總會長與指導神師暨總會

夥伴，率先向兄姊拱手鞠躬相互恭賀新喜，祝福 2019 年天天

平安喜樂。

總會長杜金換總修女於相見歡時致詞，感謝恭賀新任總

會長方保祿與各分會新選出的分會長等團隊，期勉承先啟後，

一棒接一棒，棒棒相傳，照顧會員招募新血，棒棒揮出服務

關懷的全壘打。接著，方保祿總會長介紹總會團隊夥伴與各

分會長，再由各分會長介紹出席的團隊成員與會員代表，在

歡喜談笑中搭近了彼此的距離，原來在主內我們真的都是一

家人，高雄分會特別在會場裡擺設精緻糖果點心盤分享。

　　　　　杜總會長的鼓勵
希望這樣的熱情能永遠持續下去，感謝方總會長及

每一位幹部的辛勞，天主必悅納降福。

～各分會長的話～

臺北分會劉玉琴會長：方總會長今天辛苦了 !謝謝招待，

初次參與讓我們有回到家的感覺，備感興奮，今天非常感謝

夫人和方姐來回的接送，讓我們很感恩，再次謝謝您們！

嘉義分會張金會長：感謝郭神父答應開車來高雄

開會，一切圓滿順利，感謝天主。

臺南分會秋桃會長：非常謝謝杜修女對善會的支持

及午餐款待，妳對我們每個人愛如親人，謝謝。也謝謝方

總會長及團隊的熱情招待，高雄分會的幫忙此次活動。深

深感受到善會兄姐親如一家人，祝福大家在主內平安。

高雄分會周如玉會長：感恩總會長的辛勞，真承襲耶

穌所教導，坐在首位者就是為服侍人的僕人。想必總會

長參加全國聖體大會仍心繫此親子營活動事宜！高雄分

會附議方總會長所提議，將全力配合。

臺北分會汪前會長：感恩新任總會長的帶領，善會全體

會員效法聖家納匝肋的精神，在耶穌，瑪莉亞，若瑟的眷

顧之下，在家庭中發揚光大，進而影響整個社會，整個國

家，落實作到教宗今年特別禪揚的生活的基督。

總會長方保祿自我期勉：

感謝杜總會長暨各位輔導修女分會長：

平安喜樂的一天，是因為您們的參與，感謝老遠來

高雄參加會員代表大會！

溫馨感人的相見歡，在上午流程自

然流露，段總會長夫婦的真情告白，讓與會代

表深深感動，原來信主依靠著為主奉獻的人，

是不會孤單寂寞，國內海外那麼多的好朋友一

起代禱，康復的速度驚人，化不可能為可能。

大夥見證段總會長的復原情形，真是不虛此行來

高雄。

自接任總會長這份任務，念茲在茲是學習前兩任蔡與段總會長

的用心，認真傳承下去，代表大會決議，今年 8/17-18 日於高雄市旗

山辦理第 14 屆家庭生活營與第 24 屆會員大會，希望各分會長秉持

愛護聖家精神，鼓勵會員或親朋好友一起來高雄參加共融活動。

■文／方保祿

　圖／顏台生

　　　　善會各地聯絡資料 總輔導：杜金換修女　電話：02-2905-6177．0932-250-460

	 總　會 輔導：杜金換修女，電話：0932-250460
  總會長：方保祿，電話：08-751-8924．0937-478-766

 台北分會 11671 台北市文山區萬慶街 13巷 22號
  電話：02-2932-1555
  輔導：吳子清修女，電話：0958-390173
  分會長：劉玉琴，電話：02-2664-9796．0922-113-215

  台中支會　支會長：杜文龍，電話：0936-268-329

 新北市 24352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7巷 29弄 12號
 輔大分會 輔導：杜金換修女，電話：02-2905-2860．0932-250-460
  分會長：蔡振興，電話：0989-551-546

 嘉義分會 60094嘉義市西區長安街一巷 30弄 4號
  輔導神師：郭立志神父  
  輔導：賴碧華修女，電話：0932-302-924
  分會長：張金，電話：05-231-1268．0935-399-718

 台南分會 71074台南市永康區復華一街 77號
  輔導：黃慧娟修女，電話：0922-999-228
  分會長：鄭秋桃，電話：0933-671-822

 高雄分會 80148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50號
  輔導：翁娥修女，電話：07-221-9253
  分會長：周如玉，電話：07-2365151．0923-988-866

 澳　洲 雪梨會院 
 雪梨分會 55-61 Albion St. Annandale N. S.W. 2038 Australia
  電話：002-612-9560-4257
  輔導：張素蘭修女

  分會長：溫小雪，002-62-0411643965
  　　　　Email：michaelwen678@gmail.com

	 菲律賓 分會長：邱禮美（Arceli Cu Tan）
 分會 電話：002-75-5230882．002-9209031452

祈 禱 室

 第14屆聖家家庭生活營 暨

 第24屆會員大會共融
一、主題：生活的基督

二、時間：108 年 8 月 17~18 日 ( 星期六 ~ 日 )

三、地點： 高雄市旗山區龍華山莊渡假村 ( 地址：高雄市旗山區花旗

二路 300 巷 1 號，電話：07- 6622018)。

四、參加人員： 輔導修女及聖家會修女、各分會會員及家屬、認同本會

之親朋好友。

五、費用：

（一）二人房：每人 1,500 元（一樓）

（二）四人房：每人 1,400 元（三樓電梯旁）

（三）大學（含）以下學生與幼兒：每人優惠 200 元

（四）2 歲以內不佔床位桌位：不收費用。

※以上費用：含一宿三餐、各項庶務費與茶點，不含保險及車資。

六、報名：

（一）截止日： 即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繳完費方視為報名

完成。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恕不退費（可換人）

（二）報　名： 請各分會會長彙整參加名單，向副總會長王淑貞報

名，人數不拘。電話：0913-001-139
（三）繳　費：郵政劃撥帳號：0041262-0400578 ，戶名：王淑貞

七、獎勵：

期限內完成報名，且人數達 20 人以上，依報名順序，

第一名獎勵金 2000 元

第二名獎勵金 1000 元

八、配合事項：

（一） 各分會以連播方式製作工作簡報 (Power Point)：請用最近一

年內，各分會在家庭、堂區、教區共融活動之照片 5-10 張，

寫上小標題，並以 100 字內闡明照片內容，將在【8/17 日】

會員大會時播放。

（二） 各分會請推推薦 1-2 人或一個家庭以「生活的基督」為主題

做見證，時限3-5分鐘。見證時間是8月17日開心幸福時光。

（三）各分會請自行攜帶分會會旗，報到後懸掛會場。

（四）各分會為參加人員辦理個人意外醫療保險，並製作名牌。

（五） 賴群組有公布住宿床位照片，請自行安排同房人員，填於報

名表內，註記性別、年齡。

回傳報名表，並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 
（六）需帶防曬用品、防蚊液、環保杯、個人藥品、健保卡。

( 住宿處備有：沐浴盥洗用品、室內拖、吹風機 )
（七） 8 月 18 日主日彌撒禮儀請靈修長汪惠明姊妹負責召集各分會

信 友禱詞，請吳子清修女指導。

（八）如有未盡事宜請與總會長用賴或電子信箱聯繫。

總會長電子信箱： e-mail：fang440202@gmail.com 

九、行程與內容：

 12:30 ～ 13:00 迎賓舞、各分會報到合影．Check in
 13:00 ～ 14:20 用點心（水果餅乾）、吃剉冰、休息

 14:30 ～ 16:20 召開 24 屆會員大會【餐廳】

  家庭生活營親子活動【歡樂加油站】

 16:40 ～ 17:40 旗山老街逍遙行 
 18:00 ～ 18:50 晚餐【龍華渡假村餐廳】

 19:00 ～ 21:00 開心幸福時光【2 樓 KTV 室】

 21:00 ～ 21:20 晚禱

 21:20 ～  宵夜 / 關廟麵、綠豆湯

 06:00 ～ 07:30 早餐

 07:40 ～ 07:50 退房

 07:50 ～ 08:50 漫步月世界

 08:50 前往參訪旗山救主之母修院

 10:00 ～ 11:15 感恩祭典（旗山聖若瑟堂主日彌撒）

 11:20 ～ 11:30 大合照

 11:30 ～ 12:30 參觀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12:40 ～ 13:20 午 餐【美濃餐廳 - 美濃區中興路 178 號】

 13:30 ～ 賦歸．分送伴手禮—

  各分會自由行（旗津 . 愛河）

8.17

8.18

天主教聖家善會

2019年 活動簡章

 1.  請為高雄分會周如玉分會長的媽媽石金切姊妹（聖名則濟利亞）靈魂安息祈禱。

 2.  請為 2019 年第 14 屆聖家家庭生活營暨第 24 屆會員大會共融活動順利舉辦祈禱。

 3.  請為聖家會修女的聖召、信仰、工作、身體等各方面祈禱。特別為生病及年老的修女身心靈的平安祈禱。

 4.  請為聖家善會總會及各分會的會務工作祈禱，遵行聖家的精神，愛主愛人承行主旨。



感受聖經研習的喜樂豐收

【方保祿報導】高雄教區慶祝國際聖召節於 5 月 11 日假高雄明誠中學

大禮堂舉行 2019 國際聖召節聖歌比賽（我想和你一起唱）共融活動，

大家長劉振忠總主教全程參加，共有 15 個堂區 5 個修會共襄盛舉，今

年主題是召喚青年參與，會場青年團體與個人幾乎達百分之 75，會場氣

氛果然活力十足，各堂均有神父領軍，修女隨青年朋友一起參加！最高

潮是劉總主教偕同神父修女修士一起上台唱聖歌，聖家善會廖修女也在

方總會長極力邀請下上台唱聖歌！

高雄分會會員多人年紀雖長仍隨堂區參加盛會，分會長周如玉長子

杜承翰擔任該堂吉他手彈著吉他參加表演！

高雄分會指導神師翁娥修女偕同總會副會長王淑貞暨分會長劉如

玉等姐妹多人負責高雄教區 2019 聖召節下午感恩祭之祭台佈置，囿於

時間緊湊僅有一刻鐘需完成祭台佈置；兄姐在林吉城神父指導與翁修

女暨廖修女、賴修女、張花足、王淑貞姐妹合作下，圓滿完成教區交

付之任務！

三月 24 日在台南大林聖維雅內參加一場聖經講座，主辦單位台南

教區聖經協會邀請高雄教區道明會士黃金昆神父主講「準確讀經與見證

真理的喜樂」，來自台南、高雄、屏東兄姊與修女共聚一堂，有多位聖

家善會會員慕名而來，林靜宜姊妹司琴與李香霖姊妹領唱「今生跟隨主

耶穌」與「求祢來臨」兩首聖歌拉開聖經講座序幕。

聖經協會理事長朱華璋弟兄，也是聖家善會會員表示，參與聖經講

座的人來自不同堂區，藉由本次聖經課程，都有相當收穫；傳協主席盧

樂榮弟兄雖白內障開刀術後戴著墨鏡全程參加，並一起來招呼打氣。更

【周如意報導】聖家善會高雄分會被教區派遣負責在 5/11（六）高雄教

區所舉辦國際聖召節活動中彌撒聖祭會場佈置與禮儀所需之物；感謝杜

總會長與翁修女的鼓勵支持，高雄分會毅然接受其使命亦必全心全意投

入此活動前準備工作。

活動前一天，感謝會員陳弟兄的義務接送，翁修女智慧指導，會員

們同心協力搬運禮儀所需物品，佈置花材也如時到達，為讓會場更完善

的呈現；合一團結為國際聖召節活動順利進行而共同努力。

當天活動聚集各堂區教友們，上午全時段至下午 14:30 前為聖歌比

賽部份，下午 15:00 前彌撒聖祭桌佈置與禮儀事前就需準備需完成（即

是需在 20 分鐘內完成使命），這真需團隊協力合作才有辦法，看到聖家

修女會與聖家善會團結合作，在翁修女指揮下，

合作無間在短時間完成，活動負責人林吉城神父

肯定我們的迅速確實，為之一亮的呈現致予對我

們感激話語；所有努力全有了價值為榮耀主聖

名，感動方總會長也蒞臨全程陪伴與協助，所有

一切感謝天主所賜恩寵令該負責事宜也在教區

標準下完成使命。

要感謝梁仲容姊妹贊助提供彩色版聖經家譜表圖（聖方濟沙忽略讀經班

杜敬一神父指導）。

筆者詢問過多位與會兄姊，一致認為基督徒應多研讀聖經，肯定聖

經講座的效能，表示一天的聖經講座受益匪淺喜樂豐收，爾後不再擔心

不會讀經，更不用擔心不清楚聖經內容，隨時可以上網查閱「聖經辭典

網路版」尋求解釋；從研讀福音、新約、舊約或從主日彌撒福音著手，

下午課程結束後，開放問題提問，主講的黃金昆神父逐一回答，下午 4
點 10 分在感恩降福祈禱中結束這喜樂豐收的一天研習。

■圖／方保祿

■文／圖　方保祿

高雄教區2019國際聖召節聖歌比賽

台南分會長者會員的訪視及活動報導

高雄分會長周如玉母親
　石金切姊妹復生彌撒

台南分會今年的工作重點著重在會員老者的訪視，以往我們都會利用每週二晚上去拜訪，顧及年長者的休息時間，我們改為教堂彌撒後去做訪

視，並帶個小小禮物去送給我們可愛的長者，參加去訪視的會員教友很踴躍。以下為我們 2 ～ 5 月的工作報告：

4 月 27 日聖家修女會杜金換總會長偕同翁修女廖修女暨聖家善會會

員 30 餘人，一起在鳳山五甲聖體堂參加高雄分會長周如玉母親石金切

（聖名則濟利亞）姊妹復生彌撒，五位神父共祭，在不捨的歌聲相約在

主裡，祝福平安回歸天家！

2月 24日 3月 17日 4月 14日

●   2月 24日：探望許久未進堂的 90 幾歲長

者姚霄漢伯伯，他近來因為脊椎開刀走路

需靠助行器，所以無法來教堂參與彌撒，

平日由女兒瑩瑩陪伴照顧。今日我們前去

探望，他非常的高興，神父因為有事情無

法同行，請我們代為表達慰問之意。我們

為姚伯伯的身心靈及請主耶穌保守他全家

人的信仰而祈禱，聊聊近況後我們一行人

就結束這短暫的家庭祈禱活動，並留下合

影做紀念。

●   5月 1日∼ 31日：週一到五晚上 7:30
在聖彌格堂的聖母亭參加恭念玫瑰經活

動，我們善會負責星期一及星期二的領經

事工。

●   5月 12日：慶祝母親節，今年我們善

會贈送聖彌格堂所有的母親一朵康乃馨皂

花，我們自己善會的母親每人一份精美的

絲巾，表達善會對母親的敬愛。

●   3月 17日：探望許久未進堂的 90 幾歲長

者倪曾繁英奶奶，她因為行動不良走路需

靠助行器，平日也是由女兒就近在照顧，

當天神父有同行為倪曾繁英奶奶送聖體，

我們也一起為倪奶奶的身體來祈禱，並送

上我們的小禮物，大家歡歡喜喜的大合照，

相約復活節來送復活蛋給奶奶。

●   4月 14日：探望許久未進堂的獨居張陳

淑玲奶奶，前一陣子一直連絡不到張奶奶，

以為她發生什麼事，原來是去女兒家住了

二個星期。今天因為神父有事不能同行，

我們也代為轉達神父的慰問之意。張奶奶

也是年老腳力不好，無法到教堂彌撒，我

們一起合一的祈禱後，送上我們的小禮物，

健談的張奶奶很高興，復活節時我們也是

為她送上復活蛋，願主耶穌保守她的身心

靈的平安。

5月 12日

■文／方保祿　圖／台南聖經協會

■文／圖　鄭秋桃

春節假期第八天也是大年初五上午，在萬金聖母聖殿「你我相見歡

草地分享福音的歷史講古」共融活動，很多信眾是攜家帶眷或是夫妻前

來，聖殿主任司鐸李漢民神父致詞時表示，感念 160 年來台灣教區信仰

豐盛力量，信仰帶來人們滿滿的祝福與永生希望，感謝這一路走來，諸

位傳教先驅與祖先的勇敢付出。

在聖殿右側草地有席地而坐的，也有坐板凳或長凳椅的，歡喜沐浴

在春節的陽光下聆聽與歡唱，在司儀潘啟信弟兄引領下，分別邀請萬金

聖殿導覽潘美燕姊妹分享萬金信仰果實，長治聖道明堂葉芃老師主講長

治堂成長茁壯過程；筆者在分享過程中，隨機帶動大夥唱聖歌，兄姊一

起打著拍子跟唱，現場笑聲重未間斷，多位信眾教友表示，戶外草地的

這種方式的確好自然，彼此互動模式也很親切，人人感受到主愛就在身

旁，基督的愛在大夥心中燃燒，長者教友也紛紛這樣表示。

中午時分在聖殿內舉行莊嚴隆重的聖體降幅，青年會潘冠穎、潘

玉楨姊妹擔任司琴與司儀，當主禮李漢民神父舉揚聖體時，全體信友目

視聖體整個敬禮共融活動達到高潮；聖體降福後於聖殿大門合影，歡喜

留下福傳萬金美好的倩影，午餐由萬金聖殿提供熱噴噴菜餚豐盛的「飯

湯」，用餐時多位兄姊表示原來福傳沒有那麼困難，願意把自己或家人

與主耶穌相遇，或與聖家交流的感動說出來，即是見證福傳台灣 160 年

的美好見證。

■文／方保祿　圖／陳春梅分享萬金聖殿草地傳福音共融的感動


